1.〈和諧〉
此時我們必須明白 沒和平 世界難以存在
過去人間充滿爭戰 現在需要更多關愛
慈悲讓生命充滿希望 瞭解這一切有多美好
這世界可以沒有仇恨 仇恨只會讓彼此傷害
讓我們對心靈許下承諾 有智慧 生命更能掌握
這就是唱這首歌的理由 別失去信念 我在你左右
請加油 調整我們的過錯 為和平努力去做
讓世界多份和諧 為普天下眾生
請加油 調整我們的過錯 為和平努力去做
讓世界多份和諧 為普天下眾生 請加油
2. Harmonize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紐約佛光青年團
The time has come to realize
without world peace we can't survive
Our past is one that's filled with war
Compassion is what we’re looking for
It fills me up with so much hope
to realize how beautiful
This world could be without anger
which drives us all against each other
Let's promise to us our hearts and souls
With wisdom we can gain control
That's why we sing this song to you
Just don't lost faith we're here for you
So hold on and harmonize all that is wrong
work for a peace which is strong
and gain some respect for this earth
for all the mankind we will serve
3. 師父頌 作曲：嚴當凱
菩薩行者乘願來 千金一諾入棲霞
虔禮觀音增福慧 勤苦參學立僧格
飄洋過海興佛教 弘法度眾六十載
初演妙法於宜蘭 為興佛教建叢林
分秒必爭弘法利生 無怨無悔奉獻犧牲
您是人間佛教的行者 您是娑婆世界的導師

您是佛光教團的光明
4. 人生是過客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邱貴揚
做人要像一面鏡子 照亮別人 也照亮自己
要像一本簿子 寫下生命的功過
警勉一生 該怎麼做
做人要像一個時鐘 滴答滴答地分秒鐘不空過
要像一本簿子 寫下生命的功過
警勉自己一生 該怎麼做
春去秋來 日升日落
匆匆而來 又匆匆而過
時間的長河 人生是過客
春去秋來 日升日落
匆匆而來 又匆匆而過
我空空而來 也將空空而走
5. 心中的陽光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邱貴揚
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個太陽
有時轉向白天 展現樂觀
有時躲在雲裡 顯得悲傷
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個太陽
有時轉向白天 展現樂觀
有時躲在雲裡 顯得悲傷
樂觀的人 都往好處想
悲觀的人 都往壞處想
好不一定全好 壞不一定全壞
全看你怎麼想 都是你的選擇
光明大道 是你心中的陽光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李秉宗
6. 幸福是啥物
你若問我，幸福是啥物，
其實毋是困難的代誌，
幸福是一切知足，一切簡單，
你若問我，幸福是啥物，

其實毋是困難的代誌，
幸福是做人成功，做事順利。
幸福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幸福是自由自在，和平安寧，
凡事看得開。
幸福是什麼，到底是什麼？
幸福是身體健康，身苦病痛勿會相纏
幸福有時在手內，有時踮大海，
有時在心中，有時在夢裡。
到底幸福是什麼？
講破無值錢，幸福就是觀念轉變彼陣開始
7. 點燈 詞：星雲大師 曲：李秉宗
點一盞心燈 照亮黑暗的 心靈角落
點一盞心燈 帶來希望的 每一分鐘
燃起的火焰 一朵 兩朵 三朵 千朵 萬朵
留給哀傷的淚眼 留給迷路的旅人
點一盞心燈 帶來希望的 每一分鐘
一朵 兩朵 三朵 千朵 萬朵
獻給哭泣的弱者 獻給苦痛的眾生
點一盞心燈 帶來希望的 每一分鐘
8.〈祈求〉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蕭滬音
我常常在自想 我來自什麼地方
我細細在思量 我將去什麼地方
憶往事 罪業深重 怎不悲傷?
望前程 十字街頭 只有徬徨
佛陀佛陀 偉大的佛陀
我依靠在您的座旁
告訴我 一個光明平安的地方
佛陀佛陀 慈悲的佛陀
我依靠在您的座旁
告訴我 一個光明平安的地方

9.〈甘露歌〉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李中和
山靈水秀紫霧濛濛，
有清音隨風吹送。
晨鐘叮噹暮鼓咚咚，
敲醒了迷失的夢。
生有涯事無窮，
好時光須珍重。
生有涯事無窮，
好時光須珍重。
楊枝一滴真甘露，
把心靈灌溉滋潤。
灑得山河大地春，
讓生命光輝永恆。
10. 快皈投佛陀座下 作詞：星雲大師 編曲：吳居徹
春風桃花凋謝時候 細雨珠淚汪汪
杜鵑啼著世事興亡 河沙有情恨正長
往昔嬌容而今皺黃 血淚染羅紗
長歎我人死死生生 百年後誰是自家
郊外細雨紛紛 哀情動心傷
我們要求生命久長 快皈投佛陀座下
秋雨梧桐葉落時候 年華似水悠悠
百草枯萎花卉凋零 萬億有情滿哀愁
昔日英豪黃土一坯 百年空辛苦
細想親朋骨肉分離 諸音容而今何在
四野晚風切切 悲音動塵沙
我們要求生命久長 快皈投佛陀座下
11. 佛在汝心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林穎茜
看山 看水 看花
看草 看事 看人
看盡紅男綠女 看盡世間萬象
卻看不到自己的心
看山 看水 看花
看草 看事 看人
看盡紅男綠女 看盡世間萬象
卻看不到自己的心

愚人求佛不求心 聖人求心不求佛
佛在靈山莫遠求 靈山就在汝心頭
12. 一半一半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彭康甡
白天一半 晚上一半 善良一半 邪惡一半
男人一半 女人一半 真的一半 假的一半
佛的世界一半 魔的世界也一半
你一半 我一半
這個世間 誰也無法統一另一半
努力好的一半 壞的一半自然減少
接受美好的一半 包容短缺的一半
努力好的一半 壞的一半自然減少
接受美好的一半 包容短缺的一半
才能擁有全面的人生
13. 感恩的人生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莊立帆
感恩的人有情有義
感恩的人內心富有
感恩的人生才懂得付出
感恩的人生才明白富貴
感恩夏天的豔陽秋冬的霜雪
他們能使稻禾成熟
感恩崇高的山嶽
感恩澎湃的海洋
讓我懂得虛心包容
感恩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感恩的觀念是智慧的財富
感恩的心靈是豐富的寶藏
感恩的習慣是處世的榜樣
時時心存感恩的人生何其美好
殘缺也是美
14. 殘缺也是美 作詞: 星雲大師 作曲: 謝漢揚
記得家鄉門口的那女孩
一對膀子長短都不一樣
走起路來總是一瘸一拐
說起話來結巴沒人愛

街坊的小孩總是嘲諷陷害
女孩無話只能靜靜無奈
外婆告訴我不可以笑她
因為 殘缺也是種美
我看清晨女孩挽著衣籃
搖擺從家門口漸漸走來
那忍辱負重的步伐 輕輕邁開
堅毅善良面龐多麼淨白
記得家鄉門口的那女孩
一對膀子長短都不一樣
外婆告訴我不可以笑她
因為 殘缺也是種美
我看清晨女孩挽著衣籃
搖擺從家門口漸漸走來
那忍辱負重的步伐 輕輕邁開
堅毅善良面龐多麼淨白
我看清晨女孩挽著衣籃
堅定步伐雖然一步一拐
外婆的叮嚀到現在終於明白
月亮不一定要圓滿
殘缺也是種美麗
人生不一定要擁有
享有也是種福氣
我看清晨女孩挽著衣籃
堅持步伐雖然一步一拐
讓情緒撫平我依然走得精采
懂得滿足自然挺起肩來
我看清晨女孩挽著衣籃
堅持步伐雖一步一拐
崎嶇的道路 我依然
殘缺也能走得出色彩
縱然明白 珍惜所有

才能感受身旁的溫暖
15. 心甘情願 作詞：星雲大師
*心甘情願 許下諾言無怨無悔
心甘情願粗茶淡飯好滋味
心甘情願不怕失敗 心甘情願 犧牲奉獻
*走過風風雨雨 走過漫漫長夜
痛苦時不覺苦 困難時不覺難
慈悲喜捨心甘情願 慈悲喜捨心甘情願
16.台語 感動是最美的世界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吳劍泓
感動佛祖的慈悲，感動父母的教示，
感動朋友的幫助，感動眾緣的成就，
感動親像月娘照暗路，感動親像春風去煩惱，
感動宛如無價之寶， 感動佛國淨土現前。
有了感動，給阮的人生有了光彩；
有了感動，給阮的身心得到淨化，給阮的身心得到淨化。
17. 流轉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石青如
生存於是非不清的邊緣 熟悉於顛倒黑白的世界
如實自性 依舊 清心如水 遇山水轉 遇石水轉
遇岸水轉 遇舟水轉 流出自我 轉出自性
流轉出自我人生的海洋
人生旅途何妨委屈婉轉
18 世紀生春 作詞 星雲大師 作曲：李秉宗
春天 不是季節 而是內心
生命 不是軀體 而是心性
老人 不是年齡 而是心境
人生 不是歲月 而是永恆
讓心中的春天 永遠常住
讓生命的春天 永遠綻放
讓年齡的春天 永遠青春
讓人生的春天 永遠光明

19 西方
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葉小舟漂泊在海中央
聰明的人兒想一想，我們的目標在何方
一刻不能猶豫，一刻不能停留
趕快持好佛法的羅盤搖向那解脫安穩的西方。
娑婆界黑暗無光 人生像一個盲者 徘回在歧途上
聰明的人兒想一想 我們的歸宿在何方？
一刻不能徬徨，一刻不能妄想
趕快點亮心靈的燈光 走向那清淨快樂的西方。
20 浮生若夢 作詞：星雲大師 作曲：李秉宗
像浮萍一樣的人生，就如南柯一夢
你看那富貴榮華，悲歡離合
你看那癡心迷妄，生生死死，啊啊 . . .
多少歲月，多少惆悵
都不過一夢一生
像夢幻一樣的人生，夢裡還有多少夢
你看那是非成敗，榮辱得失
你看那千年悟道
夢裡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千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多少歡喜，多少悲傷
都只在浮生夢中

